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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会议 

第七次会议 

2018 年 10 月 2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 

按照《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7 条和第 9 条选举 

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 13 名委员，接替任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委员 

  选举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小

组委员会 13 名委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按照《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

书》第 7 条和第 9 条，《任择议定书》缔约国第七次会议将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召开，目的是从缔约国提名人选名单(第二节)中选举防

范小组委员会 13 名委员，接替任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委员(第一节)。

12 名委员将继续在小组委员会任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三节)。 

2.  此外，依照大会第 68/268 号决议第 12 段，本文件第一节和第三节载有小组

委员会目前的组成情况，反映了地域分布、性别代表性和不同法系之间的平衡以

及现任委员的任期；现任委员的履历，包括专业背景，可查阅小组委员会的网页

(www.ohchr.org/EN/HRBodies/OPCAT/Pages/Membership.aspx)。 

3.  大会第 68/268 号决议第 13 段鼓励缔约国在选举条约机构专家时，根据有关

人权文书的规定，适当考虑到人权条约机构成员的公平地域分配、不同形式文明

和主要法系的代表性、性别代表性均衡和残疾专家的参与。 

 一. 任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小组委员会委员名单 

4.  这些委员的专业背景、所属法系和详细履历可在小组委员会网页上的“委

员”栏目(见 www.ohchr.org/EN/HRBodies/OPCAT/Pages/Membership.aspx)下点击

各委员的姓名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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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国籍 就任日期 

Mari Amos 女士 爱沙尼亚 2011 年 1 月 1 日 

Arman Danielyan 先生 亚美尼亚 2011 年 1 月 1 日 

Marija Definis-Gojanović女士 克罗地亚 2015 年 1 月 1 日 a 

Roberto Michel Fehér Pérez 先生 乌拉圭 2015 年 1 月 1 日 

Emilio Ginés Santidrián 先生 西班牙 2009 年 7 月 13 日 

Lorena González Pinto 女士 危地马拉 2015 年 1 月 1 日 

Gnambi Garba Kodjo 先生 多哥 2015 年 1 月 1 日 

Aisha Shujune Muhammad 女士 马尔代夫 2011 年 1 月 1 日 

Radhia Nasraoui 女士 突尼斯 2015 年 1 月 1 日 

Catherine Paulet 女士 法国 2014 年 1 月 27 日 

Aneta Stanchevska 女士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2011 年 1 月 1 日 

Nora Sveaass 女士 挪威 2015 年 1 月 1 日 

Felipe Villavicencio Terreros 先生 秘鲁 2011 年 1 月 1 日 

a以前曾任委员，任期为 2006 年至 2012 年。 

 二. 缔约国提名人选名单 

5.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6 条第 3 款规定的程序，秘书长在 2018 年 5 月 14 日

的一份普通照会中请缔约国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之前，为选举小组委员会 13 名

委员提出提名人选。本文件(见附件)收入了在这一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的所有履

历。截止日期之后收到的提名将作为本文件增编印发。 

6.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6 条第 3 款，下面按字母顺序列出小组委员会选举提

名人选，以及提名这些人选的缔约国。 

候选人 提名国 

  Olga Patricia Arias Barriga 女士 

Yurii Bielousov 先生 

Carmen Comas-Mata Mira 女士 

Marija Definis-Gojanović女士 

Roberto Michel Fehér Pérez 先生 

Suzanne Jabbour 女士 

Venant Kamana 先生 

智利 

乌克兰 

西班牙 

克罗地亚 

乌拉圭 

黎巴嫩 

布隆迪 

Abdoulaye Kanni 先生 尼日尔 

Gnambi Garba Kodjo 先生 

Nika Kvaratskhelia 先生 

Zbigniew Lasocik 先生 

Saule Mektepbayeva 女士 

多哥 

格鲁吉亚 

波兰 

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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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 提名国 

  Catherine Paulet 女士 

María Luisa Romero 女士 

Nora Sveaass 女士 

法国 

巴拿马 

挪威 

Juan Pablo Vegas 先生 

Sophia Vidali 女士 

秘鲁 

希腊 

 三. 继续在小组委员会任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委员名单 

7.  这些委员的专业背景、所属法系和详细履历可在小组委员会网页上的“委

员”栏目下点击各委员的姓名查阅：www.ohchr.org/EN/HRBodies/OPCAT/Pages/ 

Membership.aspx。 

委员 国籍 就任日期 

   Satyabhoosun Gupt Domah 先生 毛里求斯 2017 年 1 月 1 日 

Malcolm Evans 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009 年 8 月 24 日 

Daniel Fink 先生 瑞士 2018 年 4 月 25 日 

María Dolores Gómez 女士 阿根廷 2017 年 1 月 1 日 

June Caridad Pagaduan Lopez 女士 菲律宾 2013 年 1 月 1 日 

Petros Michaelides 先生 塞浦路斯 2017 年 1 月 1 日 a 

Kosta Dragan Mitrovic 先生 塞尔维亚 2017 年 1 月 1 日 

Margarete Osterfeld 女士 德国 2014 年 1 月 6 日 

Abdallah Ounnir 先生 摩洛哥 2017 年 1 月 1 日 

Zdenka Perović女士 黑山 2017 年 1 月 1 日 

Haimoud Ramdan 先生 毛里塔尼亚 2017 年 1 月 1 日 

Victor Zaharia 先生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13 年 1 月 1 日 

a以前曾任委员，任期为 2010 年至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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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候选人履历* 

  Olga Patricia Arias Barriga(智利) 

[原件：西班牙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8 年 8 月 26 日，智利特木科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英语、法语 

专业背景 

2011-2018 年：人权理事会各个工作组成员。 

2013 年至今：Henry Dunant 基金会人权专业国际文凭课程教授、智利国家政策

战略研究学院教授。 

2010-2018 年：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有组织犯罪问题观察所

研究员，哥伦比亚 F. Ebert 基金会。 

2006-2010 年：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智利)高级研究员。 

1999-2000 年：智利内务局顾问。 

1994-1998 年：智利内政部公安总局警务司研究室研究员。 

学历 

Lovaina 天主教大学犯罪学学士 

智利大学司法和社会学学士 

Lovaina 天主教大学犯罪学硕士 

现任职务 

2011-2018 年：人权理事会以雇佣军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挠行使民族自决权问题

工作组成员。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下列研究报告的主要研究员或起草人： 

 “移民犯罪问题研究－都市地区”，发展研究中心－内政部，2016

年。 

 “智利移民问题研究－公共政策建议”(都市地区)，发展研究中心－

KAS 2016 年。 

  

 * 履历未经正式编辑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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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报告：警察部队与武装力量协调执行非战争任务－对人权的影

响、法律框架及对民主的挑战”，智利国防事务局，2012 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安全部门报告，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研究所－智利

(2006-2007 年)。 

 “监狱系统刑事程序改革监测”，司法部，犯罪调查处，智利宪兵局

(2001-2005 年)。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书籍：Reformas Poli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Principios y lineamientos 

progresistas 

 书中章节：“La Seguridad Privada en Chile, los dilemas de una regulación 

deficitaria” 

 书中章节：“La construcción de una sociedad temerosa. Crimen y castigo en 

Chile” (合著) 

 书中章节：“El desafío de la delincuencia en América Latina: diagnóstico y 

respuestas de política” (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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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rii Bielousov(乌克兰)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6 年 12 月 31 日 

工作语言 

英语、俄语、乌克兰语 

专业背景 

监测执法机构尊重人权情况，有 15 年以上的经验。2004 年，参与在乌克兰推出

国家预防机制模型，预防机制设有流动小组，负责监测警察尊重人权情况。 

2008 年至 2010 年，担任内政部人权监测司副司长。在此期间，与非政府组织一

起，对乌克兰各地警察局进行了 1,000 多次监测访问。 

2012 年至 2016 年，担任乌克兰监察员办公室国家预防机制司司长，负责从头建

立国家预防机制(聘用并培训工作人员，发展监测员公共网络，与国家其他机构

合作等等)。在此期间，该司人员对拘留场所进行了 1,100 多次访问，发表了关于

国家预防机制的三份年度报告和三份特别报告。 

现任职务 

非政府组织人权专家中心执行主任，www.ecpl.com.ua 

教育背景 

社会学硕士和法学硕士(1999 年、2000 年)，社会学博士(2003 年)； 

人权与执法领域的培训：酷刑案件调查－最佳做法(卓越中心，2010 年)；第二次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问题 Jean-Jacques Gautier 国家预防机制

研讨会(防止酷刑协会，2015 年)；国家预防机制预防任务执行问题讨论会(防止

酷刑协会，国际监察员协会，2015 年)，等等。 

主要专业活动 

有良好的研究和培训背景。定期为乌克兰国家预防机制提供协助，为公共监测员

举行培训，起草手册，改进监测工具，对刑事司法部门实际人权问题进行研究，

这些问题包括虐待做法(见以下出版物)。参与国家警察、检察长办公室、司法部

和卫生部各改革问题工作组的工作。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长期为其他国家预防机制同僚进行培训。2016-2017 年，应欧洲委员会的请求，

为摩尔多瓦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预防机制开展培训。目前，协调研究小组的工作，

以研究警察、监狱系统、精神病院和社会福利院内虐待案件记录和调查的做法

(为在乌克兰进一步实施《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需要)。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研究报告：“乌克兰国家警察活动中的虐待行为：类型、规模、原

因”，2017 年(https://rm.coe.int/analytical-report-ill-treatment-in-the-activ 

ities-of-the-national-poli/16808b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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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报告：“囚犯眼中的监狱”， 2017 年  (http://ecpl.com.ua/wp-

content/uploads/2017/11/PRISON-THROUGH-THE-EYES-OF-PRISON 

ERS.pdf)； 

 研究报告：“公共检察官在刑事程序审前阶段的作用”，2017 年

(http://ecpl.com.ua/wp-content/uploads/2017/10/prokuror_eng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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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n Comas-Mata Mira(西班牙) 

[原件：西班牙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1 年 4 月 29 日，马德里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母语)、英语和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能读能听。 

专业背景 

现任西班牙监察员办公室国际事务主任。 

曾任第一副监察员办公室主任、监察员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维权、内务、司

法、家暴、移民、经济和财政事务。 

还曾参与作为联合国 A 类国家人权机构重新认可的报告编写工作。积极协调并

参与监察员报告的编写工作，例如关于西班牙在国外的囚犯情况的报告和国家预

防酷刑机制年度报告。 

曾任国家预防酷刑机制处处长，负责该处的设立工作，并负责培训人员，并对拘

留地点进行了 400 多次访问。 

2011 年，被任命为西班牙国际发展合作署专家，为秘鲁批准《禁止酷刑公约任

择议定书》的进程提供协助。还作为国际发展合作署代表参与欧洲委员会加强国

家人权机构和欧洲预防酷刑机制的各个项目。 

对西班牙境内外的监狱进行了访问，有机会检查伊比利亚美洲、欧洲以及亚洲和

非洲一些国家监狱的情况。 

学历 

马德里自治大学法学学士(1989-1994 年) 

马德里自治大学欧洲共同体法硕士(1996-1997 年) 

防止酷刑协会在牛津大学举办的预防酷刑专修课程(2006 年) 

其他相关课程 

非正常移民遣返工作监督专修课程(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欧盟－欧洲边境和海

岸警卫队机构，里斯本 2017 年) 

选举观察课程(西班牙外交学院，2009 年) 

现任职务 

西班牙监察员办公室国际事务主任。 

同时担任伊比利亚美洲监察员联合会技术秘书，负责合作论坛以及执行增进和宣

传人权的政策，联合会由区域内 100 多个监察员办公室组成，其中一些是国家预

防酷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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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活动 

负责编制国际合作项目，主管欧盟四个配对合作项目，以加强哈萨克斯坦、亚美

尼亚、马其顿共和国(设立国家预防酷刑机制)和土耳其的监察员办公室。还参与

20 多个欧盟技术援助与信息交流培训方案，为其他国家的监察员办公室、国家

预防酷刑机制和国家人权机构提供协助。 

通过与国际机构(联合国、欧盟、欧洲委员会、欧安组织民主体制与人权办公室)

合作执行监察员办公室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并与地中海监察员协会(西班牙监

察员任该协会第一副主席)等其他对应机构和工作网络合作。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负责监测的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机构由西班牙安排的外国人遣返工作，并担任

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机构遣返行动监督员(欧洲监测员群组)，负责监督西班牙

的遣返行动。 

自 2001 年以来一直关注西班牙在海外的囚犯的状况，2001 年开始访问海外监

狱，以减轻外国人在监狱特别易受虐待的状况。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La situación de los presos españoles en el extranjero”. Rev. Servicios Sociales y 

Política Social (Dic- 2015) Vol. XXXII (109), 7-8. Págs 63 y ss.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por las defensorías del pueblo”. Capítulo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El trabajo de las defensorías del pueblo en colaboración 

con otros actores. Guillermo Escobar (Coord). Ed Dykinson. (Madrid 2011) 

“妇女人权报告”。伊比利亚美洲监察员联合会(2004 年) 

“移徙情况报告”。伊比利亚美洲监察员联合会(2003 年) 

代表监察员出席了 50 多次会议，许多会议是讨论国家预防酷刑机制事宜，例

如： 

在按《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设立国家预防酷刑机制时利用现有机构与建立

新机构的各种体制选项的利弊，西班牙监察员的经验，Padua 大学(意大利)，

2008 年 2 月 

监察员办公室作为国家预防酷刑机制，执行《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

书》，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2009 年 3 月 23 日至 25 日 

国家人权机构作为国家预防酷刑机制，萨卡特卡斯(墨西哥)，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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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ja Definis-Gojanović(克罗地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0 年 2 月 7 日，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工作语言 

英语；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所有语言 

专业背景 

Marija Definis-Gojanović 是克罗地亚 Split 大学医院中心法医学专家、Split 大学

法医学和医德教授，也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Mostar 大学法医学和医德教

授。她在监测被剥夺自由者人权保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任欧洲预防酷刑委

员会委员(2002-2013 年)、联合国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2007-2012 年)和克罗

地亚国家预防机制成员(2012 年以来)。她在欧洲、南美、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对

拘留地点进行了定期访问和临时访问。此外，她作为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欧洲

预防酷刑委员会/克罗地亚国家预防机制成员，参与了各种相关活动，或应邀担

任独立专家/咨询人/培训员。 

教育背景 

萨格勒布大学医学院，克罗地亚萨格勒布(1978-1984 年)；萨格勒布大学自然科

学和数学学院生物－生物医学研究生，克罗地亚萨格勒布(1984-1986 年)；萨格

勒布大学医学院法医学博士，克罗地亚(1998 年)；萨格勒布大学医学院法医学和

犯罪学系法医学专修，克罗地亚萨格勒布(1989-1993 年)。 

现任职务 

克罗地亚 Split 大学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Mostar 大学法医学系系主任 

联合国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委员 

Split-Dalmatia 县常设法院指定鉴定人兼法医/医疗检查员 

主要专业活动 

在 Split 大学医学院、法学院和大学法医学专业以及 Mostar 大学医学院和法学院

给法医学和医学人文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 

积极参加与拘留地点监测、酷刑防范、《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执行、国家

预防酷刑机制创设、监狱保健、医疗检查、虐待事件记录/报告等有关的各种研

讨会、会议、讲习班、圆桌会议和培训。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合著教科书：“法医实践中 DNA 分析实用课程”，Redak, Split, 2015 年。 

合著书籍：“法医毒理学基础”，Redak, Split, 2011 年。 

合著书籍：“法医与法律中的 DNA 分析”，Medicinska naklada, Zagreb,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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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o Michel Fehér Pérez(乌拉圭) 

[原件：西班牙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8 年 12 月 31 日，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和英语 

专业背景 

2008-2010 年：公共卫生部设在乌拉圭最大的监狱(3,700 名囚犯)的第一中心技术

主任 

2011-2016 年：乌拉圭议会惩戒系统专员医学顾问，每年对监狱访问 190 次，每

周 4 天，与约 900 名囚犯谈话。 

学历 

医学博士 

内科专科 

家庭社区医学专科 

现任职务 

1991-2018：急诊医生，协助处理交通事故以及家庭和公共场所的严重事件 

2011-2018 年：接受私人保险的家庭医生 

2015-2018 年：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曾出访危地马拉、智利、巴拿马、西

班牙和葡萄牙 

主要专业活动 

1986-2011 年：家庭急诊医生 

1988-1993 年：私营医疗中心医生 

1989 年：在乌拉圭实施家庭医药方案 

1991-2011 年：Las Acacias 学前部家庭医生 

1994-2012 年：多科急诊诊所技术指导 

1995-1996 年：公共卫生救护车医生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2011 年：南方共同市场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政府间委员会惩戒系统艾滋病毒/艾

滋病问题讨论会/讲习班；监狱综合保健第一课程(瑞士－缔约国会议－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西班牙) 

2013 年：被剥夺自由者临床关系医学法律事项第一课程第一、二和三单元；乌

拉圭惩戒系统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法律状况介绍；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国际会议(阿根廷)；南锥地区防范酷刑首日活动(阿根



CAT/OP/SP/16 

12 GE.18-14376 

廷)；乌拉圭惩戒系统应对众多受害者的应急计划医学顾问；保健领域行动规程

培训课程(阿根廷)；关于监狱医生和预防机制的作用的介绍(法学院刑事执法研究

中心卫生委员会，阿根廷)；防范酷刑圆桌会议(法学院，阿根廷)。 

2015 年：巴拿马论坛(防止酷刑协会)医学问题主持人；活动准备(防止酷刑协

会)，为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访问智利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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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zanne Jabbour(黎巴嫩)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0 年 2 月 1 日，黎巴嫩北部 Ardé, Zghorta 

工作语言 

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 

专业背景 

酷刑受害者国际康复理事会主席，丹麦哥本哈根，2012-2016 年 

联合国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委员、副

主席，2010-2016 年 

不同重点领域项目主管，项目内容包括酷刑和创伤幸存者康复、囚犯心理社会服

务、执法人员培训 

中东和北非区域主要专家，开展关于《禁止酷刑公约》、《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

定书》、《伊斯坦布尔议定书》、《曼德拉规则》和《曼谷规则》的宣传和培训 

临床心理学家，与酷刑幸存者、难民和囚犯直接接触 

现任职务 

黎巴嫩暴力和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 Restart 首席执行官。Restart 是当地知名非政

府组织，努力防范酷刑，追究责任，监测拘留场所情况，为酷刑和创伤幸存者提

供康复服务，寻求补救。 

教育背景 

1985-1987：心理学硕士 

1981-1985：临床心理学 

黎巴嫩大学文学院，黎巴嫩贝鲁特 

主要专业活动 

为黎巴嫩司法部法医部门改组制定战略方案 

为与黎巴嫩司法部有关的法医编写行为守则 

为黎巴嫩内务安全部队设置创新性监狱管理培训方案 

担任黎巴嫩监狱医务中心医疗统一规程起草专家 

2015 年，以创新方式推出警察羁押酷刑防范机制。创新试点设立黎波里正义宫

独立法医和心理检查组，确保受调查的每一个人都有权获得全面医疗检查。 

作为咨询专家，起草酷刑罪法案，并确定最后定本，法案于 2017 年获得通过；

并起草设立黎巴嫩国家人权机构和国家预防机制的法律，该法律于 2016 年获得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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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作为开发署任命的专家，负责为内务安全部队人员举办提高认识课程，介绍设立

黎巴嫩国家人权机构(包括国家预防机制)的法律，参加课程的人员包括驻扎黎巴

嫩各省份的连长、地区指挥官、司法特遣队指挥官和其他官员、信息处和监狱连

指挥官。 

担任培训员，为黎巴嫩内务安全部队、一般安全部队、黎巴嫩武装部队人员进行

有针对性的培训，介绍监狱管理、人权文书和与被剥夺自由者有关的公约的规

定。 

担任培训员，宣讲《伊斯坦布尔议定书》以及与黎巴嫩司法部有关的法医的道德

守则和双重忠诚原则。 

担任培训员，为黎巴嫩司法警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介绍对触法女性和儿童进

行调查的方式。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黎巴嫩内务安全部队禁止酷刑委员会作用的分析和法律研究”，社区安全与诉

诸司法，开发署，2018 年 

绿皮书：“充分遵守《巴黎原则》的国家人权机构和国家预防机制成员任命的甄

选过程”，Restart 中心，2018 年 

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设立黎巴嫩国家人权机构和国家预防机制，法律议程，

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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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ant Kamana(布隆迪) 

[原件：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3 年 10 月 8 日，鲁伊吉省 Bweru 区 Ntundi 

工作语言 

法语 

专业背景 

2015 年至今：司法督察员 

2012 年至 2015 年：保险公司监管局秘书长 

2009 年至 2012 年：共和国总统司法事务首席顾问 

2007 年至 2009 年：内政部长 

2006 年至 2007 年：善政部长 

2005 年至 2006 年：鲁伊吉议员 

1995 年至 2005 年：最高法院顾问 

1993 年至 1995 年：共和国总统首席顾问 

1992 年至 1993 年：宪法法院成员 

1988 年至 1992 年：最高法院院长 

1987 年至 1988 年：鲁伊吉省省长 

1984 年至 1987 年：司法部总干事 

1982 年至 1984 年：基特加大法庭庭长 

1980 年至 1982 年：基特加检察署助理共和国检察官 

现任职务 

查访监狱、检察官办公室，有时也查访社区内警察署。根据发现的酷刑案件情

况，为警察提供咨询，向他们说明，靠酷刑供获取的口供在法官面前无效，只能

使被告获得无罪释放。此外，酷刑受害者可对相关警察提起刑事诉讼。 

主要专业活动 

我的专业活动为两方面： 

首先，我的职业是法官，但在生涯中也担任过政治职务。作为法官，作为司法督

察员，我经常处理检方通过酷刑获取口供的刑事案件。如果口供得不到其他证据

证实，被告即被无罪释放。根据这些司法经验和担任政治职务(如部长和副部长)

的经验，我与警察安排了会议，提高其对酷刑罪恶的认识。在议会，我担任司法

和人权常设委员会主席。我发挥了影响力，使现行刑法规定严惩酷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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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1975-1979 年：布隆迪大学法学院法学学位 

1997 年：布鲁塞尔和巴黎最高上诉法院实习 

2011 年：巴黎国家行政学院实习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经常为在人权领域开展工作的民间社会协会领导人提供咨询 

在与司法警察交流的过程中，提醒他们遵守调查技能原则，避免使用酷刑。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正当自卫作为违法行为的理由 

警察调查道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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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oulaye Kanni(尼日尔) 

[原件：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6 年 1 月 1 日，达尔戈尔 Koulbaga 

工作语言 

法语 

专业背景 

自 2015 年 1 月以来，担任高级通信理事会新信息通信技术主任；自 2001 年以

来，担任统计、分析和编程工程师；2010 年至 2015 年，担任高级通信理事会信

息技术部主任；尼亚美营销、保险和信息管理区域学院临时教师；维护人权与民

主组织联合会协调员；尼日尔普遍定期审议建议实施民间社会组织联盟协调员；

在尼日尔促进囚犯人道待遇的本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平台成员；维护人权与民主

组织联合会关于《非洲人权宪章》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

非政府报告编写委员会协调员。 

学历 

2001 年 10 月：阿尔及利亚 SAAD DAHLEB de Blida 科技大学信息管理应用文凭 

1998 年 7 月：尼亚美 Kassaï高中 A4 系列文凭 

2015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 EQUITAS 组织举办的国际人权培训方案参与证书 

2015 年：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培训证书，瑞士日内瓦 

现任职务 

高级通信理事会新信息通信技术主任；维护人权与民主组织联合会协调员 

主要专业活动 

作为维护人权与民主组织联合会协调员，接收投诉，并转交相应机构，协调维护

人权与民主组织联合会负责非政府报告编写和公布的委员会的工作。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担任维护人权与民主组织联合会《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公约》执行情况非政府报告编写委员会主席；2014 年，协调倡导批准

《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的工作；带头倡导实施《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

书》关于设立国家防止酷刑机制的规定；协调倡导批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

约》的工作；担任维护人权与民主组织联合会监狱人权状况报告起草委员会协调

员，该报告是维护人权与民主组织联合会要求尼日尔政府给予监狱犯人人道待遇

的宣传文件；协助起草关于《禁止酷刑公约》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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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ambi Garba Kodjo(多哥) 

[原件：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4 年 11 月 19 日，卡布(多哥) 

工作语言 

法语 

专业背景 

担任法官 23 年(多哥司法部) 

2012 年至今，担任洛美上诉法院总检察长：拟订刑事政策，在上诉法院权限范

围内确保法律适当适用，接收上诉法院庭审请求，负责检察官办公室组织事宜；

2009 年至 2012 年，担任惩戒和重返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拟订监狱政策，负责

拘留设施管理，访问惩戒中心；2007 年至 2010 年，担任司法部驻司法现代化方

案代表和联合国各机构方案联络人：参与捐助方指导委员会工作，为与司法部一

起举办或在司法部举办的国家活动和国际活动提供协助；2006 年至 2009 年，担

任惩戒局代理局长，并负责国家行政学院教学工作：拟订惩戒政策，负责监狱管

理事务，教授惩戒学课程；2005 年至 2006 年，担任司法部特别顾问：为司法和

惩戒改革提供技术咨询；2003 年和 2004 年，担任洛美法院检察官：拟订刑事政

策，起诉犯罪行为，管理检察官办公室组织事务；2000 年至 2003 年，担任

Atakpamé 总检察长：起诉重罪轻罪，管理检察官办公室组织事项；1998 年至

2000 年，担任 Sotouboua 法庭庭长：举行刑事司和民事庭审，发出命令，负责法

庭管理事务；1995 年至 1998 年，Sotouboua 法院调查法官：调查构成犯罪的要

件以及事实与嫌疑人的关系，提出起诉，处理案件。 

现任职务 

洛美上诉法院总检察长 

主要专业活动 

拟订刑事政策；在上诉法院权限范围内确保法律适当适用，接收上诉法院庭审请

求，负责检察官办公室组织事务 

学历 

1992-1994 年：国家行政学院文凭，法官专业 

1987-1991 年：贝宁大学法学硕士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自 2014 以来担任联合国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 

多哥批准的国际公约和协定执行情况初次报告和定期报告部际起草委员会成员；

普遍定期审议报告起草事务顾问 

《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执行情况审议讨论会建议后续行动委员会成员；多

哥国家预防机制问题审议小组委员会主席；作为政府专员，参加议会讨论授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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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的法律；作为政府专员，参加议会讨论关于废除

死刑的法律；曾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惩戒学(法官专修课程) 

参与了防止酷刑协会国际研讨会(讲演人)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 les clés pour une visite réussie dans un établissement pénitentiaire » (编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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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ka Kvaratskhelia(格鲁吉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82 年 12 月 15 日，格鲁吉亚苏呼米 

工作语言 

格鲁吉亚语(母语)、英语、俄语 

专业背景 

律师 

现任职务 

格鲁吉亚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预防和监测部主任，负责监督格鲁吉亚国家预防机制

适当行使职能的情况，作出战略规划，协调特别预防小组成员的工作，作为团队

领导参与预防访问，监督国家预防机制报告编写工作，就国家预防机制建议和意

见采取后续行动。 

教育背景 

2007/2008 年――Riga 法学研究生院国际法和欧洲法硕士(OSI 奖学金)；2000/2005

年――国立第比利斯大学国际法学士；2004/2005 年――乔治杨律师协会国际法培

训班；管理、酷刑预防、体伤记录、法医摄影、精神健康、报告编写、交流技

能、安全部门监测、歧视、性取向、性别认同等议题的培训班。 

主要专业活动 

自 2013 年 12 月以来，担任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预防和监测部主任；担任防止酷刑

协会国家预防机制工具项目考察委员会代理成员；2013 年 7 月至 12 月，担任特

别预防小组成员；2010/2013 年――民间社会组织格鲁吉亚青年正义组织共同创办

人、律师；2013 年 7 月至 12 月，大学研究协会，法律顾问(美国国际开发署结核

病预防项目)；2013 年 6 月至 11 月，瑞典驻格鲁吉亚大使馆，公平审判权问题顾

问；2010/2013 年――格鲁吉亚国际条约翻译局，译员/校对员；2012 年 1 月至 2

月，拉脱维亚人权中心，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权利研究员；2010/2013 年――

格鲁吉亚律师协会成员(公法、刑法和民法)；2008/2010 年――人权优先组织，律

师(在欧洲人权法院打官司)；持有证书的培训员。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圆桌会议嘉宾――“国家预防机制的法律和体制发展：国际法案的特点、外国实

践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验”；人权教育作用演讲人――专家讨论会“民间社会组

织、学术界、国家人权机构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预防侵犯人权行为方面的作用和

贡献”(人权高专办)；警察羁押和审前羁押期间防范酷刑有效保障落实问题研讨

会嘉宾，主讲国家监督机制的作用(人权高专办)；国际刑罚改革协会《禁止酷刑

公约》讲习班，监狱过分拥挤问题讲演人；《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防范酷

刑十年讨论会嘉宾，主讲《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十周年的增值和经验教

训；Jean-Jacques Gautier 精神病院监测问题研讨会(防止酷刑协会)发言者，主讲

监狱过分拥挤问题的处理和风险评估；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七届会议上作口头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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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5 份国家预防机制年度报告编写工作主管及共同编写者；关于儿童照料、老年人

照料、残疾人住所、精神病院、警察羁押等问题的 6 份特别报告；关于惩戒系统

投诉机制以及拘留条件对囚犯健康影响的 2 份专题报告；对监狱进行定期预防性

查访后编写的 17 份报告。这些报告可查阅：http://www.ombudsman.ge/ge/reports/ 

national-preventive-mechanism-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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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igniew Lasocik(波兰)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7 年 4 月 3 日 

工作语言 

英语、俄语 

专业背景 

法律和犯罪学教授 

现任职务 

波兰华沙大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学院犯罪学教授(人口贩运研究中心、安全研究

方案) 

教育背景 

华沙大学法学硕士，1982 年 

华沙大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硕士，1983 年 

华沙大学法学和犯罪学博士，1991 年 

华沙大学法学和犯罪学博士后学位，2004 年 

波兰科学院法学和犯罪学教授，2013 年 

主要专业活动 

大学授课，课程包括犯罪学、酷刑防范、人权、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问题 

关于犯罪、监狱、酷刑、现代形式奴役等问题的研究 

学术活动管理――5 年担任法学院院长的经验 

硕士和博士督导和晋级 

发表关于犯罪、监狱、酷刑、人口贩运等问题的出版物 

60 多次前往中欧和东欧国家、新独立国家和其他国家进行专业工作 

1994-1998 年：欧盟民主方案区域主任(布鲁塞尔/华沙) 

波兰国家预防机制咨询委员会成员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波兰分会董事会主席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2003 年――赫尔辛基人权联合会封闭式机构内防范酷刑国际项目 

2004 年――欧盟派往格鲁吉亚的法治代表团，工作包括监测监狱情况 

2004 年――监测马其顿监狱的国际代表团 

2005 年――协助塔吉克政府编写提交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初次国家报告 

2007-2012 年：联合国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 



CAT/OP/SP/16 

GE.18-14376 23 

2007-2012 年：作为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进行了六次国别访问，并参加了

许多讨论会 

2014-2015 年：代表联合国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监测两个灭绝种族

案件在卢旺达法院的处理情况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禁止在军事冲突中使用酷刑，华沙，2011 年，国防学院(波兰文)；防范酷刑――

新挑战，华沙，2012 年，Marszałek 出版社(波兰文)；波兰监狱系统评析，华

沙，2013 年，惩戒论坛出版社(波兰文)；禁止酷刑――在剥夺自由的情况下防范

酷刑的保障，华沙，2015 年(波兰文)；再谈暴力，华沙，2017 年，SCHOLAR 出

版社(波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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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le Mektepbayeva(哈萨克斯坦)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81 年 7 月 2 日，俄罗斯 

工作语言 

哈萨克语、俄语、英语 

专业背景 

15 年人权工作和公务经验，法律和监狱改革、少年司法、性别问题专家 

教育背景 

法律学位――国立 L.N. Gumilyov 欧亚大学；D.A. Kunayev 大学宪法法学博士，

博士论文――哈萨克斯坦宪法中的人权限制。补充培训――加拿大人权基金会国际

人权培训方案(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学者方案“提高人权监测

员的能力”(美国)，Raul Wallenberg 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学会区域人权高级方案(瑞

典隆德) 

现任职务 

哈萨克斯坦国家预防酷刑机制秘书。欧盟资助项目业务负责人：加强哈萨克斯坦

刑事司法，项目预算 550 万欧元。职责――提供专家协助，保持政府与执法机构

和司法机构的互动关系(总统办公厅、总检察长办公室、监狱委员会、内政部、

最高法院等等)，负责 14 名成员的团队的管理、项目财政管理和业务监督。 

主要专业活动 

在担任欧盟项目业务负责人之前，担任项目高级本国专家，就刑事司法改革提供

专家协助：拟订专家文件、战略分析报告和法律草案。2015 年――世界银行哈萨

克斯坦司法部门体制强化项目副主管，项目预算 6,000 万美元――提供专家协

助，并保持政府与司法部门利益攸关方的关系。2009-2015 年――国际刑罚改革

协会中亚区域主任。职责：通过宣传活动、谈判、访谈和教育活动，推广国际人

权标准，分析中亚刑罚改革状况，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刑

事司法事项与高级官员举行对话。在监察员机制主管专家部 4 年。担任索罗斯基

金会、开发署和世界银行哈萨克斯坦刑事司法项目主管，并担任国际刑罚改革协

会中亚区域主任 6 年多。对美国、欧洲、中亚、中东和非洲监狱进行了监测访

问。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目前，担任共和国总统领导的人权委员会成员。2014 年至今，担任国家预防酷

刑机制协调委员会秘书。2012-2013 年，担任哈萨克斯坦议会国家预防机制法草

案工作组成员。2001-2003 年，担任共和国总统领导的人权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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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书籍作者：《成功状况：法律改革经验教训》，2018 年，Astana；《刑法行政法

评注》；章节作者：“公共监测委员会”，2014 年，Astana；“防范酷刑：设立

哈萨克斯坦国家预防机制”；客座编辑：Saule Mektepbayeva,《规约与决定》，

《苏联及其继承国法律》第 49 卷第 1 号，2014 年 1 月和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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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Paulet(法国) 

[原件：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7 年 12 月 25 日，马赛(法国) 

工作语言 

法语(英语讲得流利) 

专业背景 

自 1991 以来，在惩戒系统任医生、心理医生。 

自 1999 年以来，担任欧洲预防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处罚或待遇委员会专家 

自 2014 年 1 月以来，担任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

小组委员会委员。 

现任职务 

马赛医院系统心理医学、医学、拘留戒瘾、法医学部医务主任。该部门为地区机

构，涵盖多种服务： 

保健临床工作： 

 在惩戒环境中或在医院里的囚犯(包括男女囚犯、未成年囚犯)身心健康

及戒瘾 

 受行政拘留者(成年人、未成年人、家庭) 

法医专家工作：尸体检查、法医解剖、受拘留者和受害者体检； 

为接触性暴力施暴者的人员提供专家咨询。 

Montfavet 医院中心疑难病症科医疗跟踪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决定具有特殊心

理风险的病人应否继续住院。 

主要专业活动 

主管马赛医院系统医务和行政事务，协调全区受拘留者的保健服务； 

心理临床工作； 

专家工作和教学。 

学历 

文凭： 

 国家医生文凭，1986 年； 

 心理专科证书，1986 年； 

 心理病理学和弗洛伊德临床学大学文凭，1987 年； 

 心理法医学大学文凭，1991 年； 

 少年儿童心理专科资质证书，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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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集群组织管理专门证书，2010 年。 

职称： 

 心理医院前见习医生，1982 年； 

 医院心理医生，1988 年； 

 副研究员，2014 年。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主要活动 

前往《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缔约国进行实地访问和提供咨询，出访 6 个缔

约国： 

 2014 年：多哥 

 2015 年：贝宁 

 2016 年：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团长) 

 2017 年：尼日尔(代表团团长)、摩洛哥和布基纳法索 

医务组和非洲区域组成员 

在法国、瑞士、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德国参与防范

酷刑小组委员会之下、由国际组织或国家组织举办的讨论会和研讨会，专题包括

酷刑防范、被剥夺自由者的保护、国家预防机制的设立和顺利运作。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活动 

自 1999 以来，担任欧洲预防酷刑委员会专家，对 13 个缔约国进行了 27 次定期

访问或临时访问 

囚犯心理健康协会创始成员、名誉主席，该协会由在惩戒环境中工作的心理保健

专业人员组成 

参与关于受拘留者、有心理问题者等保健问题的部长级工作组和议员工作组的

工作 

关于医务的法律道德问题的教学工作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关于医务道德的各种文章或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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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ía Luisa Romero(巴拿马) 

[原件：西班牙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81 年 7 月 23 日，巴拿马城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和英语 

专业背景 

独立人权咨询人(2013-2014 年)；纽约 Debevoise & Plimpton 律师事务所诉讼律

师，为客户提供关于规章、反腐败和人权问题的咨询(2010-2013 年)；美洲人权

法院律师，哥斯达黎加(2008-2009 年)，对 González 等人("Campo Algodonero")诉

墨西哥案件的判决作出了贡献，此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件，区域法院审理了暴

力侵害妇女和杀害女性的问题；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实习，

坦桑尼亚阿鲁沙(2006 年)；巴拿马驻美国大使馆随员(2004-2005 年)。 

学历 

法学博士，优等，哈佛大学法学院(2008 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学士，特优，拉丁

美洲研究证书(2004 年) 

现任职务 

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前部长 

主要专业活动 

律师、人权专家，注重在巴拿马防范酷刑，促进监狱改革，促进犯人重新融入社

会，从事学术工作和民间社会工作，曾担任政府公职，曾任巴拿马政府部长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和副部长(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任职期间负

责与少年司法、惩戒系统、治理、难民和土著人民相关的事务。推行监狱改革，

使之更为人道、更为安全、更有透明度，推动通过设立惩戒职业的法律(该法已

获通过)，开放监狱系统允许民间社会组织监测，并改进品行改造方案。这些努

力对于国家预防机制的设立也至关重要，该机制于 2017 年根据法律设立。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人权诊所学生成员，随后作为义务协助者，开始在人权

领域工作(2006-2008 年、2010-2012 年)，注重在中美洲促进对人权的尊重，从事

研究项目，发表了相关报告和媒体文章，报告提交联合国和美洲人权委员会。这

些经验有助于与各种不同群体一起工作，包括学术界、外交界、政界，也包括人

权活动家、警察、狱警、酷刑受害者等。在维护被剥夺自由者权利方面的积极活

动得到巴拿马民间社会的认可(2013 年)。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在印刷媒体 La Prensa 上发表过各种文章(巴拿马，2008-2017 年)；La Crisis en 

Panamá Continúa: ¿Hacia un Sistema Penitenciario que Respete los Derechos 

Humanos?，斯坦福法学院国际人权和冲突解决诊所(2013 年)；“Del Portón 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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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á Se Acaban Los Derechos Humanos”: Injusticia y Desigualdad en las Cárceles 

Panameñas, 哈佛法学院国际人权诊所(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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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a Sveaass(挪威)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9 年 12 月 11 日，奥斯陆 

工作语言 

英语/挪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现任职务 

奥斯陆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临床心理学专家，以酷刑受害者为重点。 

主要专业活动 

在禁止酷刑委员会工作 8 年之后，继续跟进特别事项，尤其是酷刑受害者得到补

救复原的权利，重视对酷刑的记录，在演讲、专家会议发言和书面文章中强调这

些问题。 

负责关于秘鲁和阿根廷过渡司法的研究项目，重点是幸存者寻求补救的经验。参

与加州伯克利法学院人权中心研究项目，探讨如何改善国际刑事法院的受害者参

与及证人保护工作。作为教授，开展教学研究工作(涉及难民和创伤受害者的临

床工作、过渡司法、侵害妇女的性暴力问题等等)。 

最近，完成了关于武装冲突中遭受性暴力的妇女的心理保健工作手册，将由保健

与人权信息出版社出版。 

在大学以外举办了各种讲座和介绍，讨论酷刑、性暴力和精神健康问题。 

教育背景 

2001 年 奥斯陆大学心理学博士 

1975 年 奥斯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心理学学位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联合国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2014-2018 年。 

 奥斯陆大学心理学系研究委员会主席，2010-2014 年。 

 挪威心理学协会人权委员会主席，1998-2018 年。 

 挪威刑事案件专家证人(2008 年)并参与美洲人权法院补救复原案件的工

作(2013 年)。 

 卫生部和移民局关于酷刑记录、《伊斯坦布尔议定书》、易受伤害的

寻求庇护者的鉴别等问题的专家工作组成员。 

 应邀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中国北京，2006 年；布拉格，2009 年；奥地

利维也纳，2011 年；香港，2012 年；韩国首尔，2013 年；美国华盛

顿，2010 年和 2011 年；南非开普敦，2012 年。 

 指导关于侵害妇女的性暴力问题的讲习班：哥伦比亚(2013 年)、柬埔寨

(2014 年)、约旦(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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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挪威和国外举办了许多讲演，内容涉及人权与心理学、酷刑受害者

康复、过渡司法、家庭团聚等。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书籍 

Sveaass, N. (2017).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and the obligation to 

prevent. In M. Bașoğlu (Ed.). Torture and Its Defi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pp. 247-27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ssells, M., Sveaass, N., Foster, D., & Dawes, A. (2017). Do no harm? How 

psychologists have supported tortur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In M. Seedat, S. Suffla, & 

D. Christie (Eds.), Enlarging the scope of peace psychology: African and World-

Regional Contributions (pp. 269-294). New York: Springer  

Sveaass, N., Agger, I., Sønneland, A.M., Elsass, P. & Hamber, B. (2014). Surviving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exploring survivors’ experience of justice and 

reparation. In S. Cooper and K. Ratele (eds.). Psychology Serving Humanity.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Volume II: Western 

Psychology, p. 66 - 84. Psychology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 

Sveaass, N. (2014). Ensuring redress for torture survivors: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G. Øverland, E. Guribye & B. Lie (eds.) 

Nordic Work with Traumatized Refugees: Do we really care, p. 52 - 71.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Lie, B., Sveaass, N. & Hauff, E. (2014). Refugees and health care in Norway: 

Historical view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G. Øverland, E. Guribye & B. Lie (eds.) 

Nordic Work with Traumatized Refugees: Do we really care, p. 30 - 40.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Sveaass, N., Lund, K., Kofoed Olsen, B. & Ekeløve-Slydal, G. (2011).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human rights in Norway. Review of the Norweg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in its Capacity as Norway’s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UD/SMR, 

2011. 

文章 

Sveaass, N., Gaer, F. & Grossman, C.  (2018). Rehabilitation in Article 14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Vol. 51, No. 1, p. 1-25. 

Sveaass, N. & Borloz-Madrigal, V. (2017). OPCAT and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i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2017, July 6. pii: 

S0160-2527(17)30132-2. doi: 10.1016/j.ijlp.2017.06.001 

Sveaass, N. & Sønneland, A.M. (2015). Dealing with the past: Survivors'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reparations in Argentin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 

October, p. 223 – 238, http://dx.doi.org/10.1037/ipp00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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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aass, N. (2013).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repar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pproaching rehabilitation as a form of repa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ISSN 2000-8066. 4 (17191) http://dx.doi.org/10.3402/ejpt.v4i0. 

17191 

Iversen, V., Morken, G. & Sveaass, N. (2012). The role of trauma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n motivation for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among refug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ISSN 1754-2863. . doi: 10.1080/17542863. 

2012.69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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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an Pablo Vegas Torres(秘鲁) 

[原件：西班牙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5 年 8 月 16 日，秘鲁利马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流利。葡萄牙语可读可讲。俄语略通。 

专业背景 

2010-2016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员。2007-2009 年：秘鲁外交

部人权主任。2001-2006 年：秘鲁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参赞，主管人权。此前，在

外交部担任不同职务(部长办公室、副部长办公室、规划司、环境司)并在秘鲁驻

美国大使馆任职。 

现任职务 

秘鲁外交人员。曾任驻日内瓦总领事。作为外交人员的合同条件使他得以利用必

要时间执行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的任务，同时在履行专家职能的过程中有完全的

独立性。 

学历 

2008 年：特别课程“人权保护”，国家行政学院－斯特拉斯堡/巴黎。1997 年：

文科硕士，专业重点为国际事务，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90

年：国际关系学位，秘鲁外交学院。1983-1988 年：秘鲁天主教大学法学。 

主要专业活动 

在 25 年的生涯中，参与了普遍性(联合国)和区域(美洲国家组织)框架内保护和增

进人权机制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代表秘鲁，参与了美洲人权委员会、人

权理事会、联合国若干条约机构等的工作。具体而言，代表秘鲁，参加了《禁止

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谈判工作组的工作，并负责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土

著人民权利宣言》的第二项决议相关的工作。具有在敏感情况下谈判的经验和能

力。曾与世界各区域高级政府官员和外交官以及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民

间社会代表和学术界代表对话和谈判。 

坚定致力于人权事业，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了 7 年(2010-2016

年)。期间，作为普遍定期审议小组成员，编写了数十份报告，报告以英文、法

文和西班牙文广泛印发。多数报告载有与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任务有关的章节。

同样，受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工作的激励，自愿代表秘书处率领防范酷刑小组委

员会访问团于 2016 年 4 月访问智利，并以团长身份共同起草了访问报告。在根

据联合国价值观推广容忍文化、尊重多样性和性别平等方面有着长期经验。 

除了专业工作外，还在秘鲁各大学教授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外交和国际关系课

程，举行各种记者招待会，接受采访，参加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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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hia Vidali(希腊)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8 年 4 月 16 日，雅典 

工作语言 

希腊语(母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能阅读 

专业背景 

2015(3 月－8 月)内政和行政重建部副部长特别顾问(负责警务、公共秩序和公民

保护) 

2013 年(1 月)2014(8 月)――当选 Democritus 大学社会政治经济学院社会行政和政

治学系系主任 

1998-2007 年，负责协调伊拉兹马斯/苏格拉底项目以及前社会行政系教职工和学

生流动事宜 

1997 年至今，犯罪学和犯罪应对政策教学，Democritus 大学社会行政和政治学

系(前称社会行政系)：1997 年任讲师，2004 年任助理教授，2008 年任永久职位

助理教授，2009 年任犯罪学副教授，2014 年任教授 

1995-2002 年，科研协调员，Democritus 大学法学院犯罪学实验室――(调自国家

统计局总秘书处，随后作为 Democritus 大学教学人员) 

1986-1997 年，任职于国家统计局总秘书处：研究员(1986-1988 年)；国家统计局

总秘书处人事委员会和司法代表性办公室助理报告员(1988-1990 年)；地区级人

口普查助理主管(Halkidiki 地区――1990-1991 年)；社会统计局刑事司法统计办公

室人员(1991-1995 年) 

1984-1986 年，私营部门见习律师 

现任职务 

犯罪学和犯罪应对政策教授，Democritus 大学社会政治经济学院社会行政和政治

学系 

题为“从犯罪学和刑法角度应对腐败、经济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硕士课程主

管，希腊开发大学社会学院(2018-2020 年) 

教育背景 

法学专业毕业，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984 年 

法学博士――犯罪学，希腊 Democritus 大学法学院，1994 年 

主要专业活动 

教授大学本科课程：“犯罪学”(合教)、“安全与人权”、“少年司法”(合

教)、“犯罪应对政策与全球化”；研究生课程(硕士学位)：“犯罪应对政策”、

“人权”(合教) 

希腊开放大学硕士方案主任(见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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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以来，担任国际大学校际网络刑事司法和批判犯罪学统一学习方案教

员 https://commonstudyprogramme.wordpress.com/about-2/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国家人权委员会成员(2015 年至今) 

内政和行政重建部希腊警察历史档案机构科学委员会成员(2015 年) 

监狱事务中央科学理事会成员(2003-2004 年、2013-2014 年)、希腊及国外关于犯

罪学和社会政策的多个科学学社成员、希腊犯罪问题和社会治理研究学社创始成

员、会长――2015 年(www.eemeke.org)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希腊文 

下列书籍的作者：超越极限――现今的犯罪应对政策，2017*；处理吸毒成瘾者问

题的软警务手册，2015*，电子版*；警察、犯罪控制与人权，2012*。下列文章

的作者：“吸毒成瘾者与警察的关系的政治经济问题：造成关系不正常的非正式

因素分析”载于《危机中的犯罪》，Nestor Kourakis 荣誉卷，2016*；“国家犯

罪：伪造现实和非人道国家暴力的政策”，载于 Karydis, V., Houliaras, Ath.(编

辑)，道义恐慌、权力和权利，当代方法，2015*；“Social crime prevention： 

Greece”. In Baillergeau, E, Hebberecht, P. (eds): Social Crime Prevention in Late 

Modern Europe. VUB Press, 2012。 

负责近期培训研究项目 

2017(3 月至 8 月)：“希腊司法警察与刑事司法系统的有效性研究”，供资编号

QEC-SRSS/C2017/009；2016(3 月至 11 月)：狱警和监狱外警卫人员培训研究方

案计划，Υ.Α. 17434/10-3-2016。 

2012-2014 年，培训与项目：对警务人员进行关于处理吸毒成瘾者问题的培训

[NSF－毒品问题组织(希腊语 OKANA)－项目编号 MIS：337862]。 

2013 年，研究报告：欧洲监狱观察站：欧洲联盟的拘留条件，供资编号

ECJUST/2011/JPEN/AG/2933, [项目编号：81193]。 

 

     

 


